
感受中央重視關心 港青誓發憤圖強

國策大機遇 青年大舞台

全方位識國情 定能大有作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日中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香

港各界青年代表組成的「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參訪團。會後，多

位參訪團團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均表示 ，韓正副總理和藹可親，整個

見面的氣氛都很輕鬆，讓我們香港青年感受到國家對香港青年發展的重視和

關心，又指國家政策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的發展，大灣區是香港青年的

機遇， 更是為香港人而設的大舞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實習記者 侯逸簫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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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團員、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
會創會主席李培說 ，韓正副總理步入
會場時，面帶笑容、和藹可親，且主
動與我們握手問好，指國家政策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的發展，大灣區
是香港青年的機遇， 更是為香港人而
設的大舞台。「此次會見，讓我感受
到國家對香港青年發展的重視和關心，

為我們建立了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各項
資源協助我們通向成功的道路，創造更好
的明天。」

青年應思如何融國家大局
李培表示，今年是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

的開局之年、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
點時期及國家改革開放的40周年，我有幸
參與這次的參訪團，在5天內走訪深圳、
武漢、北京三個城市，全方位體會國家發
展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轉變，深入了解
國家最新發展，實在獲益良多。
他說，首站是深圳，我們瞻仰位於蓮花

山的鄧小平雕像及敬獻花籃，並與深圳青
年一起高頌青春獻辭。李培講到他特別感
謝鄧公這位偉人為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
成就了今天的國家盛世和香港繁榮。參觀
集智能科技於一身的騰訊新總部，體驗人
臉識別、手機應用及 AR 設備互動等多種
先進科技，亦觀摩了完善的員工設備如健
身室、籃球場等休憩設施，體會到騰訊十
分重視員工的身心健康，以及工作與生活

的平衡，有
效地提升員
工歸屬感及
工作效率。
香港寸金尺
土，企業未
必能於公司
範圍內提供
大面積的休
憩設備，但
這點很值得
借鑒。
在武漢，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陳世強

為我們介紹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情況，這才
知道這個被稱為「中國光谷」的城市擁有
多個產業孵化器及創造了不少成功例子，
而國家及湖北省政府亦為我們香港青年提
供多項開發資助、優惠政策及地方配套等
資源。
「我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創會

主席，一直關心國家的發展，以及香港
青年能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前我
一直認為，香港與武漢的距離甚遠，交
通不便，但這次參訪團我們乘坐高鐵前
往武漢，車程只需要 5 小時，而且高鐵
舒適、準時、快速，我發現其實前往武
漢非常方便，大大提升我日後到當地發
展的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實習記者 侯逸簫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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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 受訪者提供

搭乘灣區快車 全方位展拳腳
參訪團團員、香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黃芷淵表示，很榮幸這次能成為參訪團
一員，獲得副總理韓正會見。副總理很
親切，與團長霍啟剛及各團員交流，整
個見面的氣氛都很輕鬆。最難忘是他在
座談交流時提到：「這個場合如果我早
一點知道，應該穿跟你們一樣的團服，
不過現在換就來不及了。」
韓正在講話中提到「一國兩制」的成功

實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香港青年工作
等，充分體現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關心和
重視。有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粵港
澳大灣區是年輕人的舞台。」香港要融入
發展大局，我相信，這將是香港青年大展

拳腳的新發展平台。」

黃芷淵：觀察者變參與者
黃芷淵說：「這次我是以香港媒體人的

身份出席『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
參訪團」，這個身份很特別，我既是一名
記者，又是一名團員，可以分別從『參與
者』和『觀察者』的角度思考觀察，和來
自不同界別的團友交流。」
黃芷淵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

之際，香港青年有機會親身到深圳、武漢、
北京參觀，並獲韓正副總理接見，聽取他的
講話，具有很大的意義。粵港澳大灣區、長
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已上升到全方位

對外開放的國
家戰略，亦
是香港青年
大展拳腳的
新 發 展 平
台。「參訪
團讓我們更
深入了解國
家 最 新 發
展，並再次思
考如何搭乘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快車，深度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實習記者 侯逸簫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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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芷淵 受訪者提供

參訪團團員、廣東省政協委員吳學
明在會見結束後難掩興奮，他說：
「韓正副總理的話激動人心，讓我興
奮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他很喜歡看
書，他指在信息爆發的年代，總覺得
看書時間不夠，一日不看書，恐慌追
不上，一拿起書，往往放不下來。他
推薦我們看歷史書，對比中西文化的

發展，借古鑒今，知榮辱，籌未來。對於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他鼓勵香港青年積
極融入大灣區的發展，『青年強則國家
強』，青年要為民族復興，中國夢貢獻力
量！」

吳學明：對新時代充滿決心幹勁
吳學明說，此次參訪團目不暇接地參觀
了科技企業、國家科研成就、故宮博物院

之後，我的心情可以說是既敬佩、自豪也
是充滿了決心和幹勁。
首先是「感受到好時代」，對國家實施
改革開放的創新精神、對領導人鄧小平富
有遠見的深深敬佩。從蛇口、羅湖的開發
開放，改革開放前的漁村風貌，到深圳經
濟特區的正式創立不過短短二十多年，
「深圳速度」幾乎已經趕超香港，令人十
分驚嘆。對於能夠成功地實施一個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的經濟政策，我對中國的領導
人充滿了敬佩。
其次就是作為中國人一分子的自豪。從

武漢光谷、深圳騰訊、以及中國科學院
「上天下海」的各種創新成果展，特別是
走了這麼多地方之後，讓香港青年切身的
體會到，國家、地方，官方和企業的科技
創新能力真的是在飛速發展，作為國家的

一分子，那
種強烈的自
豪感。
最後是對

自己和對未來
的決心和期
望。吳學明
說：「我想我
們香港青年看
到其他城市的
經濟、科技成
果發展得這麼
好，香港的獅子山精神怎麼可以落在人後？
一定要多多融入新時代，和內地、和大灣區
多多交流學習，助推香港也成為創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實習記者 侯逸簫 北京報道

■青年團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參訪團昨日在故宮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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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國家盛世 學習實踐並重
參訪團團員、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

究部副總監周文港表示，韓正副總理
強調青年要以學習和實踐作為兩個重
要抓手。目前，國家正迎來改革開放
40周年，加上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
經濟帶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重大機
遇，正好是香港青年做好學習和實踐
的重要機會，這種機會，恐怕人生難

逢兩回，必須好好掌握。

周文港：獻力國家不枉此生
周文港說，中央領導人能夠會見參訪

團，並且循循善誘地發出肺腑之言，甚具
啟發性，收穫滿滿；令自己感受到，港青
要爭取在粵港澳大灣區及京津冀協同發展
過程中貢獻力量，需要更為全面客觀和深
入認識國家的發展大局。本人在尋求自身
發展之餘，更要跟改革開放的眾多先行者
一樣，做到貢獻國家，不枉此生。
談到此行的最大感觸，周文港說，是沿

着高鐵的路線，尋找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
的發展軌跡，從中了解到舉國上下經過長
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於進入了新
時代的最新變化，尤其能同時了解粵港澳

大灣區、長
江經濟帶和
京津冀協同
發展的最新
發展。
作為長期

研究中國經
濟和促進香
港與內地交
流的教育工
作者，周文
港認為香港
青年有需要更為全面、客觀和深入認識國家
的發展大局，要有廣闊的胸懷，積極的心態，
不宜有坐井觀天、唯我獨尊的態度。
談及高鐵的體驗。以往多次乘坐高鐵的

周文港亦有新感受，這次是比較長時間的
穿州過省，沿途看見不少二、三線城市的
發展都已經欣欣向榮，與自己小時候的滄
海桑田非常不一樣。從此萌生了不少可以
進行新發展的想法之餘，亦感受到國家在
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的確正步入盛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實習記者 侯逸簫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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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港 受訪者提供

感科技發展 為祖國驕傲
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洪志穎：
這次參訪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有
了這次一路北上的親歷機會，看到國
家發展一日千里，可以說是為我打開
了一扇窗，為我未來的職業規劃提供
了別樣的可能性。我個人平日熱衷交
流活動的參與和籌劃，如有機遇，希
望能夠跟內地合作，多多牽線搭橋，

讓更多香港的青年學生獲得來到內地交流
學習的活動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曾憲霖：
此次參訪讓我收穫匪淺。我們以前總認
為香港科技很發達，但經過這幾天參觀，
感受到內地科技發展之蓬勃，尤其是我們
還在用信用卡現金支付，內地的微信支付
寶已經如此普及，成為貫穿生活的重要交
易平台。看到內地科學技術的高水平，我

們為國家的發展感到驕傲。
香港工聯會青委會委員林啟兒：
作為勞工團體的工作人員，我日常工作

聚焦香港本土工人權益，在參訪途中也格
外關注內地的員工福利。如在參觀騰訊公

司大樓時，我驚喜地發現樓內配備了大量
豐富的娛樂休閒設施，員工在這樣人性化
的管理下勞逸結合，更有益於取得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凱雷
實習記者侯逸簫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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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穎 受訪者提供 ■曾憲霖 受訪者提供 ■林啟兒 受訪者提供

■吳學明 受訪者提供


